
记者 6月 29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该院日前依法对易连峰等 54人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公开开庭宣判，对他们分

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被告人易连峰辞去教师

工作下海经商，于 1998年成立通辽市易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逐渐积累经济实力。2002年后，被告人

易连峰以公司化模式，公然大肆组织黄赌活动，用公司

章程、规章制度建立起由多层级职位组成的管理体系，

同时，通过奖惩制度强化组织纪律，树立领导者权威，

逐步建立起以被告人易连峰为组织者、领导者的较稳

定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该犯罪组织为树立非法权威，维护非法利益，为非

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有组织地实施了组织卖淫、开设

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

持有枪支、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拉拢、腐蚀多名

政府官员为其充当“保护伞”、提供政治庇护，并利用国

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通辽市

的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易连峰作为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直接实施和组织、策划、指使组织

成员实施犯罪 38起，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组织卖淫罪、行贿罪等 14项罪名，综合考虑其具有

立功、坦白等从轻处罚情节，数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

有期徒刑 22年，剥夺政治权利 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被告人李晓斌等 33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分别

被判处 19年到 1年零 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余 20
名组织外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 3年零两个月到 9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

宁夏警方
抓获120名高级别传销人员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公安局获

悉，贺兰县警方日前将 120 名高级别传销人员“一锅

端”，当地多个传销体系总负责人李某以及 10名传销

骨干全部落网，初步查证涉案金额 2500余万元。这是

宁夏破获聚集型传销案件中，一次性抓获高级别犯罪

嫌疑人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

据了解，贺兰县公安局在办理多起传销案件中发

现，河南籍男子李某是银川市多个传销体系的总负责

人，并掌握了李某将于近期组织多名“大经理”级别传

销人员召开高层级会议的重要线索。

6月 25日，警方通过化装侦查、信息摸排，最终锁

定犯罪嫌疑人召开会议的酒店，将现场正在参会的

119 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通过现场信息核查，警

方确定了长期控制贺兰县域内甘肃、青海、山东、河南

籍传销体系的总负责人李某，相关传销骨干人员一并

落网。随后，侦查员连夜赶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

旗将另一名传销骨干抓获归案。

据贺兰县公安局副局长胡继升介绍，此次抓获的

传销体系“大经理”发展下线层级在三级以上，下线人

数均达百人以上，获利均达百万元以上。该传销体系

为团伙作案，此次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均属各个分支传

销体系组织者、领导者、头目。

目前，12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案件仍

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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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件藏品，总估价1400多万元，

远超过湖北省武汉市市民朱女士的

心理预期。朱女士决定与估价公司

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将藏品运至境

外拍卖。然而，一年多过去，朱女士

的藏品不仅一件没卖出去，而且还

按对方要求先后支付了“服务费”

“鉴定费”等各类费用近20万元。

警方循线深挖，一个由12人自导

自演的“文物拍卖”骗局终于被揭开。

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

局江岸公安分局获悉，这起前后办

理长达3年多的案件，成为湖北省破

获的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判

刑人数最多、追赃挽损比例最高的

一起案件。

一件普通藏品估价380万元

朱女士是一名艺术收藏品爱好者，

2013年 6月，一个名叫“武汉楚汉文谷文

化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汉文谷”）

的工作人员主动打电话给她，称可以帮

她展示和拍卖藏品。之后，朱女士专程

到这家公司探访。“公司与境外多家拍卖

公司有合作，可以帮助客户将藏品拿到

美国拍卖，成交几率非常高。”接待朱女

士的“副总”刘某称。

朱女士动了心，带着自己的 10件艺

术藏品来到该公司。公司“鉴定师”郑某

逐一鉴定后，兴奋地告诉她：“这些都是

国宝级珍品，可以送到美国参加纽约汉

仕德展览拍卖会！”

经“鉴定师”评估，朱女士的 10件藏

品总估价 14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一只

“青釉花口盘”估价就达 380万元。这远

远超出了她的心理价位。

刘某承诺，客户到时候可以观看出

关记录和境外拍卖视频，而且无论是否

成交都可以退还 90%的前期费用。朱女

士当即和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支

付两万元“服务费”“鉴定费”。将藏品交

给公司后，她满心期待地回了家。

之后的一年多里，公司又以种种名

义先后要朱女士交纳“证书费”“出关费”

“保证金”等费用共计 15万元。然而，合

同到期后，朱女士的藏品一件也没有卖

出去，公司还以各种理由拒不退款。

2016 年 2 月，这家公司突然关门停

业。

各地上当受骗达230多人

办案民警介绍，受害人不止朱女士

一个，2016年 2月后，江岸警方陆续接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人报案。仅直接到

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就达 238 名，涉

案金额 686万余元。

江岸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组织专班展

开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办

公场所一片狼藉，电脑硬盘、账本等重要

物证被毁坏。于是，办案民警一面回访

受害人，收集证人证言，制作询问笔录，

一面到工商、海关、文物、文化等部门调

查取证。同时，对涉案人员上网追逃，通

过多警种合成作战实施追捕。

2016年6月，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丁

某在广东省落网。同年8月，警方在湖南

省长沙市抓获公司“副总”王某，“市场部

经理”刘某（女）和“鉴定师”郑某。至

2017年2月，警方又先后抓获公司“副总”

刘某、“市场部总监”冯某等骨干成员 8
人。经查，“楚汉文谷”成立于 2013 年 1
月。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设有副总

经理、市场部总监、市场部经理、鉴定师及

多个业务部。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以文玩藏品

为诱导，一步步将受害人诱入精心设计

的骗局，诈骗手法极具欺骗性和隐蔽

性。他们首先通过业务员在网上收集藏

友信息，宣称能帮助其拍卖藏品，将藏友

诱骗来公司后，由所谓“鉴定师”对藏品

进行鉴定，通过虚估远高于藏品的价格，

让受害人对藏品产生较高期望值，诱使

其与之签订各种拍卖合同及附加协议，

收取各种名义的“服务费”，然后组织境

外虚假拍卖欺骗受害人。

拍卖现场全是“托儿”

2014 年 4 月，受害人李先生曾亲自

到“楚汉文谷”在澳门某酒店的拍卖现场

一探究竟，却发现参加竞拍的“买家”竟

然都是老年人，甚至还有 10 多个小孩，

现场约六七十人，整个过程没有一笔成

交。拍卖结束后，现场“买家”都忙着领

纪念品。

经查证，涉案公司不具备任何从事

拍卖的资质和审批手续。丁某等人为了

掩人耳目，以“文化艺术品出境展示”的

名义，将部分藏品运往境外进行所谓“拍

卖”，在现场“摆造型”，拍摄视频、图片

后，再原状复运回国。自公司成立到案

发，丁某等人先后组织过多次赴美国等

的拍卖活动，却没有成交过一件藏品。

所谓的“境外拍卖”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

演的骗局。

经警方调查，丁某将郑某招募到公

司后，将其包装成“有着 30 多年从业经

验”的“国家级鉴定师”，在公司“坐堂鉴

宝”，实则没有任何鉴定资格。在丁某的

授意下，郑某对前来鉴定的藏品无论真

伪，一律宣称真品，且虚估年代、成色。

公司“市场部总监”冯某则扮演“估

价师”，对藏品的价格高估，并称外国有

很多收藏者喜欢此类藏品，使得许多受

害人深信所持藏品能卖大价钱，进而与

公司签订合同。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没有任何

实际经营活动获取的利润，其“收入”全

部来自骗取受害人的各种服务费。除去

公司日常运营支出外，大部分赃款进入

了丁某的个人账户，然后以“高额提成、

工资”的名义，与公司“高管”、骨干成员

进行分赃。

全力为受害人追赃挽损

办案民警张兆国介绍，案件侦办期

间，专班民警多次赴北京、上海、广州、长

沙、韶关、泉州等地追捕犯罪嫌疑人、调

查取证，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2017年

底，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主犯丁某终于

认罪服法。此案移交给检察机关时，卷

宗多达 40多卷，摞起来足有 3米多高。

2018 年 6 月，听闻法院即将开庭审

理此案，来自全国各地的 50多名受害人

自发来到江岸公安分局，给办案民警送

来锦旗。

2018年 10月，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丁某等 12名被告人因犯合同诈骗

罪，分别被判处 1年零 5个月至 11年零 6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去年 3
月 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

裁定书：维持原判。

今年 6 月 11 日，杜先生等 5 名受害

人代表 200 多名受害人，专程来到江岸

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向警方表示感谢。

“我 3年前来报案时，民警承诺一定把这

些人绳之以法，尽全力帮我们挽回损失，

他们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一把折扇赠

送给办案民警后，杜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后，

江岸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主动与法院沟通，

积极协助追赃工作，累计追回赃款 223万

元。同时，配合广泛寻找受害人，确认受

害人身份信息，核对联系方式。去年 12
月 19日，法院执行部门对广大受害人按

比例返还了法院的暂扣涉案赃款。

目前，警方正继续与法院紧密配合，

协助法院执行部门进一步调查、追缴犯

罪嫌疑人的隐形资产，争取将受害人的

损失降到最低。

据《法制日报》

普通藏品估价百万元
现场全是“托儿”

以公司化模式大肆组织黄赌活动

““境外拍卖境外拍卖””骗局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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